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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未來歷史力邀 大咖來開講
台大副教授范雲演講社會民主新政治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4日上
午在鍾靈中正堂舉辦「民主宮燈講堂」，邀請
現任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暨社會民主黨召
集人范雲演講「台灣需要社會民主新政治」。
「真正的民主政治，應是要能夠真正關心公

共議題並討論如何設法改善，這才是現代政府
應該要致力於發展的方向。」范雲於開頭便破
題問大家為什麼台灣需要民主新政治？她舉了
許多台灣時下議題做分析，並提到目前掌握主
要選票的藍綠政治大多建立在兩岸關係議題
上，長期忽略掉許多台灣基層社會正面臨的問

▲台大政治系教授李錕錫。（攝影／黃耀德）
◤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攝影／麥麗雯）
▲

未來學所邀請台大醫師陳耀昌（右）演講，所長

紀舜傑致贈感謝狀。（攝影／麥麗雯）

蘭陽全住宿書院主題活動展現成果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上週
舉辦為期3天的全住宿書院成果聯展，3日中午
12時30分舉辦開幕式，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以及各系主任師長皆
到場參與。劉艾華致詞時表示，每次參與住宿
書院論壇時，總是以蘭陽校園住宿書院為傲，
因為蘭陽校園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最佳住宿書
院結構，師生們一同生活和學習、籌辦住宿書
院及各社團活動，落實通識課程。
活動首先由語言一郭蕙心帶來一首「老
大」，以及語言二陳秉均、陳育暉、詹翰樵
組成的團體「Lanyang Boys」帶來「MANS
NOT HOT」，充滿熱情與幹勁的hip hop，將
現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接著進行「宿舍整
潔競賽」、「全住宿書院主題活動參與心得
Facebook分享」徵文比賽頒獎，「宿舍整潔競
賽」中，各獎項第一名分別是：團體獎布置獎
建軒一館8樓、文苑一館2樓、建軒一館個人整
潔獎朱立偉、程鉑仁、文苑一館林欣儀、劉書
文。「全住宿書院主題活動參與心得Facebook
分享」徵文比賽前三名分別是：第一名觀光二
許心愿、第二名語言四莫雅婷、第三名政經二

李奕萱。
最後進行闖關活動，並播放「霧都淡蘭 嘻
哈寶地」成果影片，透過多媒體方式呈現全住
宿書院各活動成果。典禮後師生享用會場準備
的茶會餐點，自由參觀CL502走廊上的成果海
報，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題，而這些問題包括稅率分配不均、薪資水平
低落、性平問題、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勞工工
時過長等，每日都正在影響著民眾的生活。
范雲說，面對這樣的現況，我們能夠以團結
的力量去影響並改變它，人民可以透過組織新
政黨、上街頭抗議遊行等方式來引起政府關切
重要議題，而范雲也分享了這些年與學生及青
年人一同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談，並提到有些
獲得大多青年人擁戴的「第三勢力」政黨，目
前正在潛移默化著影響臺灣的政治局面。
而談到學運，曾是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的范雲
表示，學運本身的宗旨是值得支持的，除了台
灣以外，許多國家事實上也都時常有學生透過
學運來希望政府改善人民的問題，而她也鼓勵
學生能夠主動去了解或是參與學運的中心理念
及思想，因為除了能夠幫助培養關注公共事務
的靈敏度外，更能為這個社會注入一股民主政
治的新力量。
講座主辦人、公行系副教授陳志瑋表示，希
望能夠透過這場民主宮燈講堂，引起學生對於
公共事務及議題有更深入的參與及思索，也期
許學生們能夠在未來有機會嘗試透過行動及各
種方式，來關心並提升整個社會的完善程度。
公行一周薇說：「聆聽完這場講座後，讓我更
了解民主新政治的意涵，且更懂得去關切相互
尊重與平等在民主社會中存在的意義。」
台大醫師陳耀昌演講島嶼DNA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所於4
日在ED601舉辦「島嶼DNA：台灣的多元族群
與多元史觀」講座，台大醫院醫師陳耀昌受邀
演講，陳耀昌說：「台灣人都很『混』」，除
了一般所說的漢人血統，其實還很多元。如果
追溯到鄭成功來台的1661年，這三百多年約12
代，我們就有四千多位祖先。因為多元，我們
Y染色體DNA及粒線體DNA所提供的訊息是
在一個像台灣這樣流動的多元移民社會中，只

有性染色體的解讀是不夠的，若能再加上其他
22對染色體所包含的疾病DNA，才能提供有
關祖先的更多訊息。」
他結合醫學專業和歷史史觀的考據說明許多
特別的線索，例如從胃幽門桿菌存在於台灣高
山原住民及南島語族胃部中，但不存在於周圍
的漢人、韓國人、日本人、中南半島族群，由
此可推斷高山原住民為南島語族祖先；HLA中
的B8和B2705是只有白人才有的基因密碼，且
HLA-BR2705幾乎是診斷僵直性脊椎炎的唯一
標準。台灣人口中有 1% 帶有HLA-BR2705，
可推測是由17世紀的荷蘭祖先而來。
台大教授李錫錕演講勞動權益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系學會
3日邀請台大政治系教授李錫錕在L302進行演
講，以勞基法看台灣勞工的困境為題作探討，
李錫錕表示，勞動權益是POWER與利益的組
合，只有會討價還價的籌碼，能夠威脅到資本
家與政府，才能爭取到更多的權益，這也正是
台灣勞工所缺乏的。
李錫錕進一步說明，現今台灣勞工長期都受
到大老闆與政府的壓迫，形成一個M型社會，
一個健康的政府理應從立法上保障勞工，但現
實的情況卻是因為政府需要財團的資金，而幫
助資本家打壓勞工權益。李錫錕說：「台灣勞
工現實權益受損情形之下的上班時間是『雖然
沒有過勞死，但生不如死』」，引起同學們哄
堂大笑。
李錫錕認為勞權太強，企業會倒，反之亦
然，因此勞方與資方需要良性競爭與對抗，以
超越對方為目標，互相進步，達到恐怖平衡與
軍備競賽螺旋的效果，雙方的力量對等之下才
能使公司與工會持續在一個良性的環境一直進
步發展。長達兩小時的演講內容相當緊湊，不
時引起同學們的共鳴，最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
之下結束演講。

建築系再辦建鬼 550人挺身試膽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建築系在建築系館中庭舉辦為期
六天的建築週活動，今年主題為「好久不見//2017建築週」，每天晚上都
策劃熱門活動開放給全校同學參與同樂，包括傳統並最具話題性的建鬼
「伎怨」。建鬼為建築系每年必辦的大型活動，同學將整棟建築系館佈置
成鬼屋供同學進行探險，內部會依照動線規劃不同主題進行闖關，一趟路
程至少需30分鐘。總召建築三王義登表示，這次主題為藝伎和日本軍人的
故事，分兩條動線，一條主要走戰場慘烈的路線，令一條則是伎院旖旎卻
陰森的路線。由建築系同學製作的假人、假血等道具栩栩如生，配合利用
機具發出的聲響，當探險者被道具觸碰時，尖銳高速的聲響，讓人以為皮
肉真的被撕裂，驚嚇指數破表，但還是吸引了逾550人挺身試膽。
教科二羅雅馨表示，「這是第一次參加建鬼活動，身為淡江人一定要來
過的稱號，果然名不虛傳，在活動場外就可以聽得到尖叫聲。」

建築系建鬼活動今年主題是「伎怨」，由同學扮演的藝伎旖旎卻陰森。
（攝影／劉芷君）

教政所歲末餐會凝聚師生情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於4日舉辦歲末
感恩餐會，講座教授吳清基、教授張家宜、潘慧玲及20餘位師生齊聚
同樂。所長薛雅慈除了感謝大家參與，更期許「新春新希望，希望每
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也藉由活動凝聚同學與老師之間的感情，期望
本所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會中還安排歌唱活動，由教政所所長薛雅慈領頭開唱，接著由教授
群及同學們盡情歡唱，透過一首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如「夢田」、「月
亮代表我的心」、「淡水暮色」等，表達他們對於淡水及淡江的情
感，及對教政所師生過去一年共同努力的肯定，並展望未來。
教政所碩二汪群翔分享，「這是第一次以同樂會方式進行的餐會，
很難得透過這個歡樂的活動聚在一起，儘管氣氛輕鬆，仍可以深深感
受到大家對所的向心力，盼大家都能珍惜彼此。」

教政所舉辦歲末感恩餐會，講座教授吳清基（前排左二）、教授張家宜（前排
中）、潘慧玲（前排右二）及20餘位師生齊聚同樂。（攝影／楊奇燁）

華語中心園遊會嚐異國料理
【記者莊千慧台北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華
語中心上月27日舉辦一年一度的聖誕園遊會活
動，多達25個攤位近300人將台北校園一樓大
廳及走廊擠得水洩不通，來自各國的同學們端
出自家的特色料理，像是越南春捲、印尼天
貝、日本烤糰子、義大利提拉米蘇、台灣的蛋
黃酥、墨西哥玉米餅等等，每樣都又道地又美
味。跟往年相比，新增許多像是賣衣服、玩遊
戲的攤位，讓大家除了品嘗美食外也可以到不
同攤位玩樂。華語中心組員黃小涓說：「聖誕
節對海外學生來說是在過新年，所以華語中心
特意舉辦此活動，讓大家慶祝，也希望藉由園
遊會讓大家可以多交流、認識。」

南科園區

林威呈領南科創新加值
管理局局長

【記者李穎琪專訪】「今年最大的消息是台
積電宣佈 3 奈米新廠要設在南科，而五奈米的
工廠在今年已經動土。光台積電這幾年的投資
加起來就超過一兆，全世界的人都會來學習、
參觀，然後回去建設他們的科學園區。我們要
追求的，是如何讓它繼續成功下去。」說這段
話的是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林威
呈，他是本校機械系（現機電系）畢業校友，
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小麥色的肌膚格外鮮
明，在他身上那是自信與魄力的印記。
在臺灣，說起工業園區，大家最耳熟能詳的
就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了，因為有交大、清

大、 工 研 院 在 地 帶 動 發
展，然而近幾年，交大、
成大、工研院、中研院等
研發能量進駐南科，再加
上台積電 3 奈米廠也決定
在此落腳，不管是人工智
慧、雲端、物聯網都和矽
晶片有關，台南科學園區
已經成為臺灣最先進半導
體 製 程 的 大 本 營。20 年
前南科才剛要起步，面積
達 1043 公頃的台南園區
放眼望去全是甘蔗田，當
時林威呈從頭開始參與開
（攝影／吳冠樑）
發 規 劃， 到 現 在 已 有 台
南、高雄及生技醫療器材
專區，有 222 家有效核准廠商。林威呈說，今
年度已引進光電產業 3 家、積體電路產業 3 家、
生物技術產業 7 家、精密機械 2 家、電腦周邊
產業 2 家、其他園區事業 3 家，合計 20 家，
累計投資金額約為新台幣 3,369 億元。
回首這一路走來的職場歲月，林威呈說他畢
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三陽工業，八個多月後
他便離職進入台北市政府，負責勞動檢查的工
作。那時候市府的勞動基準法還沒有公布，林
威呈是勞基法公布、實施、然後不斷修正過程
的見證人。儘管他認為法令不夠盡善盡美，仍
會想盡辦法與業主溝通，告訴他們要如何遵

行。後來，林威呈主動申請調到第五課去學習
新技能，第五課主要負責職業災害檢查、教育
訓練等職務。職災檢查現場地上披著的白布與
凝固的鮮血，給林威呈帶來很大的衝擊。「我
檢查過發生職業災害的現場，沒有一個是天災
導致，都是人為疏忽、不守 SOP、沒有安全措
施所造成的意外。」所以當 4 年後林威呈再重
新回到檢查科，他更嚴格要求企業遵守勞工安
全衛生法，因為人命無價。這一段經歷讓林威
呈在職涯、家庭、生命上反思許多。
直到某天，電視上一個畫面觸動了林威呈身
為長子的心。那是一個老先生與一個年輕人的
背影，旁白說：「有時間多陪爸爸走路」，讓
他起了回家的念頭。後來因緣際會前往南科
發展，時至今日南科能有如此亮麗的成績並
非一蹴即就，背後映照出的是一步一腳印的
穩重思量與順應時代調整的彈性韌性。南科
園區目前穩定發展中，但林威呈表示，開發
「WhatsTheNumber」程式的團隊成立 4 年也
找不到投資，最後被中國電話邦以三億台幣收
購，突顯出的是台灣人才流失與青年創業的困
境。這讓林威呈決定推動創業工坊，輔導的 6
支創業團隊在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中取得
優異成績，總獎金高達 600 萬元。他笑著說：
「要做就要玩真的！」提供年輕一代空間機會
發揮潛力，拼出一片天。
如何帶領南科永續發展，林威呈用行動告訴
大家。舉辦南科愛心月、食在好南人、運動比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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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設立自行車道網等等，每一處都體現著以
人為本的精神。南科從一片荒蕪發展到今日擁
有七萬多人，從前年輕人因為缺乏機遇只好離
家外出發展，但南科為他們創造了就業機會與
宜居環境，吸引年輕人回流成家立業，讓第一
代找回兒女，第三代找回父母。「他們臉上那
個笑容、那種天倫之樂你看了會覺得是最美的
畫面，我認為南科的精神不只生產與數字，而
在於創造生活。」除了讓產業聚落加值創新創
業外，林威呈積極將歷史、文化、藝術、環境、
觀光與園區結合，讓以科技為基底的南科活潑
起來。他豪氣萬千地說，經濟的力量讓一個地
方強大，文化的力量讓一個地方偉大。希望有
一天南科會讓人驚嘆：原來科學園區也能變成
這樣！「我下一個目標，就是要讓南科有螢火
蟲。」
訪談間抑揚頓挫的聲線與充滿活力的笑容，
是林威呈流露真情、分享最自然一面的時刻。
「現在如果碰到淡江人，真的會覺得無比親
切。」他勉勵學弟妹，現在是一個資源整合的
世代，可以選擇從零開始，或者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繼往開來，走出自己的道路。「大學生的
生活經常是人生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因為除了
學業以外就沒有太大負擔。淡江的學風很自
由，卻不代表學生不認真，大家都很清楚自己
的目標與追求。」林威呈說，最重要的是展現
企圖心與戰鬥力，相信自己一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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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新視界
104 學年度特優導師
林偉淑付出聆聽與陪伴

（圖／林偉淑提供）
以甜美笑容療癒學生，總是溫柔敦厚、輕聲
細語與學生交談的中文系副教授林偉淑，對於
獲得「104學年度特優導師」一事，她謙虛地
笑著說：「我們系上每位老師都很認真，會拿
到特優導師一切都是運氣好，也很謝謝學校給
我這項榮譽。」
「我覺得當導師就是陪同學走一段路，路
上一起看一些風景，不論是快樂或是悲傷都
沒有關係。」林偉淑認為，她當導師能夠為同
學做的就是聆聽，然後陪伴同學。而同學們越
是熱情，老師也更願意付出，「我覺得不僅僅
是同學在進步，我也學到了很多，同學們的回
饋讓我更有動力前進。」她笑著說：「我很喜
歡跟同學有良性的互動，同學們給了我許多的
溫暖，我們是彼此的支持，這讓我感覺很幸
福。」
中文四陳品婕曾經是林偉淑的導生，她說：
「偉淑老師透過導生聚餐，和學生暢談生活、
學習狀況、甚至是內心的小秘密，老師都很願
意聽我們分享，並給予建議。在路上偶然遇
見，老師也會關心我們的生活近況，讓我感
受像家人一樣的溫暖，她也很支持學生社團，
當我們邀請她參觀展覽活動時，老師總親自到
場，也會給我們許多鼓勵，真的非常喜歡偉淑
老師！」
而談及在當導師的過程中是否曾遇到過挫
折，林偉淑說：「我認為人跟人之間本來就
有緣份深淺，只要你懷抱熱情，只要你有個目
標，旁邊的挫折都不算什麼。」提及現今社會
壓力甚大，許多人都有文明病、憂鬱症等，林
偉淑表示希望同學們不管是身體上或精神上，
生病了一定要能勇敢地求助，老師們也能聆聽
或陪伴同學，「要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面
對，這些病跟感冒、胃痛一樣，不要幫自己貼
標籤，我們必須要正視它，你不去治療它，它
只會更嚴重。」，林偉淑也提醒同學們，要多
注意身邊的朋友、提高警覺。
提到現代科技發達的後遺症就是「冷漠」，
大家都封閉了自己，和別人的情感交流很少，
林偉淑建議同學們要多去「感受」，「你只有
去感受、感知別人，有同理心，才能夠『共
感』。」她也強調「感受」、「思考」同等重
要，兩者並駕齊驅、缺一不可，唯有如此，同
學們才會進步。（文／李羿璇）

學程加油讚
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

配合產業需求，培養本校學生兼具商業統計
與管理等專業能力，商管學院自97學年度起開
設「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只要是本校
大學部（含進學班）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對
工業統計與管理相關領域有興趣，修畢「電
腦在統計上之應用」或其相關課程及「統計
學」成績及格，每科至少 3 學分，均可申請
修習。修習此學程必須修畢規定之必修課程9
學分及選修課程至少（含）12學分，其中應有
9學分以上（含）為非學生主修學系之應修科
目。統計系表示，修畢學程可發展之職能領域
有：證券投資分析人員、財務工程師、風險管
理師、統計資料分析師、市場分析人員等，目
前已有133人取得學程證明。有興趣的同學可
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淡江
大學管理學院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修習申
請表」，檢附學生證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
送交統計學系辦公室審查，通過者始可修讀。
（文／本報訊）

人物短波
楊宗翰主持廣播談詩
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3日起在中央廣播電
台主持「聽！詩的小宇宙」，節目每週三播
出，將持續一季長達13集，楊宗翰說，現代詩
在台灣網路世代的發展風貌，更加的多元，也
更加與網路、多種媒體結合，這個節目由他和
清大助理教授、作家楊佳嫻共同主持，嘗試呈
現台灣當代新詩的風貌，包括詩與多種藝術形
式的對話、邀請不同世代的詩人到節目中與主
持人對話、呈現詩與當代都市生活的對話等。
在上週三首集節目中，楊宗翰以自己投身現代
詩領域的見證，介紹了二十年前台灣校園與現
代詩的關係，以及在台北詩歌節、台北文學獎
等活動的提倡下，現代詩的資源並不缺乏，詩
社現在已經不只出現在校園中，在網路虛擬的
世界中更為興盛。（文／本報訊）
編輯／黃懿嫃

